
策划：韩嘉俊 统筹：任爱熙 执行：李相瑞

电话：0371-65795728 15903991239

QQ群：74387297 微信：hnrbncb

邮箱：henanbangmang@126.com

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帮忙何难

有困难？找何难！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03 责任编辑 张豪 版式 魏静敏 校对 段俊韶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35-2

2015年4月 7 星期
第2722期
今日8版二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大河网：www.dahe.cn 微信：hnrbncb 新浪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乙未年二月十九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新闻热线0371—65795789

3月31日，本报一版头题刊发

《用生命守护三尺讲台——记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郭春鹏》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4月3日下午，郭春鹏先进事迹

首场报告会在方城县杨楼镇政府举

行，杨楼镇二小音乐老师宋丽听后

深有感触地说：“听听郭老师受的那

些罪，感觉自己平时在工作中遇到

麻烦时的埋怨真是太矫情，他让我

又找到了当老师的初心。”

当天的报告会上，郭春鹏及妻

子李丰勤、曾经的同事王玲珑、当年

的学生王秋爽、杨楼一小副校长冯

玖东等，从工作、生活的不同侧面，

为来自全镇36所中小学校的400

多名教师讲述了一幕幕发生在身边

的感人故事。

《感谢有你，春鹏哥！》这是方城

县实验小学教师、曾和郭春鹏共事

五年的王玲珑作报告的题目，在她

休完产假跟不上新课改节奏时，郭

春鹏拖着病体像辅导学生一样辅导

她，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和课

改先进理念，让她重新站稳讲台，成

为教学骨干。

“春鹏哥每次上课都是喊学生

‘孩子们’，而不是‘同学们’，每次听

他们的事心里都可不得劲，他们两个

太不容易了，今天春鹏哥作报告穿的

这件西服，其实还是我们一个同事老

公给的……”郭春鹏的同事、杨楼一

小六年级数学老师王湘涵说。

精神的感召力是无形而深远

的，第二天要举办婚礼的杨楼二小

教师尚闪闪，当天下午特地从县城

赶回镇上。她说：“郭老师和李老师

的故事更让我相信了爱情！”

“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全家

吧！”4月3日，西华县西下乡司渡

口村的付明争给河南日报农村

版记者打来求助电话。付明争

告诉记者，他24岁的女儿付静

宇，去年毕业于周口师范学院。

在今年春节期间，静宇得了一种

怪病，一直昏迷不醒且浑身抽

搐，牙齿都咬掉了五颗。后经多

方会诊，被确诊为罕见性脑炎，

在郑大一附院重症监护室治疗

将近40天，医疗费花了30余万

元，但目前每天都严重抽搐，仍

处于昏迷状态。

据主治医生介绍，此种疾病

在全省仅发现22例，之前的21例

目前已经全部康复，付静宇还是

有很大希望苏醒过来并康复的，

但还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用。付明

争说，为给静宇治病，家里已经负

债累累，眼下已无力支付医疗费

用。他恳请社会爱心人士伸出援

助之手，帮帮静宇。

读者朋友，如果您想帮助付

静宇，请与付明争联系。付明争

电话：13460030783。爱心捐助

账户：中国农业银行付明争；卡

号：6228482089068188573。

帮忙记者 杨利伟

电话：13849055760

上世纪60年代，林州（原林县）

人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苦干十

年，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建了绵延

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并

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50年来，红旗渠精神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林州人，在这片神奇的

土地上，谱写了“战太行、出太行、富

太行、美太行”壮丽篇章。

十年辛苦战太行

上世纪60年代，国家最困难的

时期。历史上严重干旱的林州，显

得更加困难。面对困难，是低头认

输还是埋头苦干？“宁愿苦战，不愿

苦熬，宁愿流血，不愿流泪”，以杨贵

为首的林县县委，选择了埋头苦

干。他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了，决

定从山西漳河引水。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

五，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开工，一场人

定胜天的战斗在林虑大地上打响了!

同年3月6日，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作

报告，提议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

“红旗渠”。

在修渠中，干部与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在渠首冰凉的急流中，

40多名青年排起道道人墙，成功实

现渠首截流；在太行山腰上，300余

名男女青年昼夜不停，开山凿洞，经

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奋战，终于在

1961年7月15日完成了红旗渠建

设的关键工程——青年洞。

1965年4月5日上午，两万多

名群众欢聚分水岭，庆祝红旗渠总

干渠通水。自此，林县54万亩贫瘠

的土地变成了肥沃良田。 红旗渠的

兴建，是林州人民生存能量的一次

集中释放。

改革开放出太行、富太行

林州素有“能工巧匠之乡”的美

誉。在红旗渠的修建过程中，又出

现了一大批能工巧匠。

在红旗渠精神的激励下，林州人

民凭着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锻炼出

来的胆略和技能，大力发展建筑业，

走出太行山，在全国各地大显身手。

林州人走南闯北，通过劳务收

入，有力地支援了林州市各项经济

建设。仅1990年至1992年，林州

市建筑大军累计完成建筑安装工程

量40多亿元，上交国家各种利税1.5

亿元，带回劳务收入11亿元。

▶下转第二版

3月23日，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来到汤阴县宜沟镇向阳庄村

采访。

向阳庄村是个600余口人的小村庄，近几年来，村里人开超

市、搞基建、跑运输、养家禽，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他们讲文

明、爱家乡，村风朴实，成了十里八村争相学习的先进村。

“我白天在镇上的工业园区上班，晚上吃过饭就和姐妹们到

广场上跳舞，周末就到农家书屋看书。虽说我们这儿是农村，但

跟城里没啥区别。”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肖新红一脸自豪。

“我常年跑运输，回家很少，每次回来都有新发现，现在村庄

变美了。原来在街上随处都能看见垃圾，现在垃圾入池了，村民

讲话更文明了。”开着大卡车正准备外出的村民董运平说。

闫军喜是一名党员，小时候家境贫寒，受村里人不少恩惠，对

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告诉记者：“这几年在政府的普惠金融

政策扶持下，我靠养鸡赚了钱，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

在闫军喜家记者看到，做饭用的是沼气，吃的是自来水，看的

是液晶电视，冰箱、空调都是“大个”的。

“现在吃啥有啥，有时都觉得像做梦。”和村民交谈，他们聊起

村里的变化都很激动，“以前觉得生活在农村很卑微，现在很骄傲

自己是农村人。”

时近中午，向阳庄村居家养老服务社里，村民还热情高涨地

聚在一起唠嗑。“张老头，新买的衣服吧？穿上怪精神嘞。”“俺儿

媳给买的，俺哪知道多少钱。”“老李头，今儿中午你儿子给你做什

么饭吃？”“清早儿子就说了，他下班带俺去饭店吃剁椒鱼头。”

一时间，一群老年人启动了“秀儿女孝顺”模式，窗明几净的

会所里，不时传来老人们幸福的笑声。

“现在生活好了，大家手里都有俩闲钱，也都舍得给老人花

了，村里的好儿媳越来越多，家庭纠纷越来越少了。”向阳庄村党

支部书记葛淑琴说。

采访中，记者观察到，向阳庄村不少人家门上挂着“好儿媳”、

“五好家庭”的牌子，显示着满满的正能量。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王冬安孙风雷

本报讯“大伙儿把我推到了‘科普推广

岗’，想着自己岁数大作用也不大，看到这个

评价结果，我感到自己又年轻了！”63岁的新

野县新甸铺镇津湾村无职党员董文玲，是群

众公认的果木种植“老把式”，3月30日，在

“三亮三评”活动评价会公示栏内看到自己

“绿色”评价结果时，他开心地对记者说。

农村基层无职党员的作用如何发挥，

关系到党员队伍在群众中的整体形象，关

系到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

力。去年以来，新野县开展了以“党员亮身

份、亮岗位、亮承诺，群众评党员、党员评支

部、支部评党委”为主要内容的“三亮三评”

活动，通过设岗定责农村无职党员“无职有

岗、无职有责、无职有为”，成为服务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形成了“聚是一团

火，散开满天星”的效应。

该县根据农村无职党员年龄结构、文化

程度、技术特长等特点，按照“突出主题、因事

设岗、因人设岗、自主择岗、划片定点、就近就

便”的原则，设定“政策宣传、民事调解、治安

巡逻、自富带富、保洁护绿、科普推广、文化体

育、卫生健康、敬老助残”等“示范岗”。认岗

让党员身份亮出来，履责使党员形象树起

来。目前，全县270个村级党组织中的

13100余名农村基层无职党员中有9500余

人通过设岗定责找到了适合自身特长的岗位。

为最大限度整合发挥无职党员的正能

量，县、乡、村积极引导、支持广大无职党员

团结协作，抱团服务。并在每年年中、年底

组织群众开展一次评议活动，评议结果按

照绿色（好）、黄色（一般）、红色（差）三个档

次，在“三亮三评”公示栏内公示。

本报讯“张运中、鲁新爱等9位同志，在

第一届全县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脱颖而出，

现授予他们2014‘正阳之星’荣誉称号。”在

正阳县2015年春节团拜暨联欢会上，随着主

持人的宣读，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敬业奉献模范、诚实守信模范、助人为乐

模范、孝老爱亲模范、见义勇为模范……2014

年，正阳县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和全县“转作风、树正气、提精神、促发展”活

动，集中开展了首届“正阳之星”道德模范推

荐评选活动。

在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中，县直各单

位、各乡镇依据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推荐类型、

标准、程序等内容，面向基层寻访人们身边看

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道德典型，组织有序开

展，让评出的道德模范可敬、可信、可亲、可学。

该县电视台专门派出记者，对评选出的

“正阳之星”跟踪拍摄专题片，进行详实细节

性报道；县文明办结合弘扬和践行厚德诚信、

开放奋进的“正阳精神”，及时挖掘、发现、宣

传“身边好人”……通过倡树正气，铲除歪风，

全力凝聚传扬正阳赶超发展、加快崛起的强

大社会正能量。

张运中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鲁新爱办

食用菌合作社带富一方群众，袁素英捡拾弃

婴当爹娘，张富田年逾花甲救出落水郎……

眼下，“正阳之星”的感人事迹，正鼓舞鞭策着

全县人民见贤思齐，瞄准榜样。“从2015年开

始，我们将把‘正阳之星’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每年推出，扎实推进全县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行各业，让全

县群众学有典型、比有样板。”县文明办的同

志这样告诉记者。

“三亮三评”聚合一团火新野

“正阳之星”引领正能量正阳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化远刘沛然

近年来，我们镇向阳庄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

庄道路硬化、安装自来水、修建文化大院、新修建渠

道……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一桩桩、一件件服务民生的实事，群众看在眼里，也

感受到了生活在农村的幸福，因为他们在用自己勤

劳的双手发展着致富项目，打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

未来。

向阳庄村的这些变化，首先得益于村里有一个踏实

肯干、同心同德、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的领导班子，正是他

们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热心服务群众，才使得村庄变得美

丽起来，才使得村民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才使得村

民对自己的身份有了认同意识，从而时时处处以高标准

来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乡村人，向阳村庄农民才有了

“我骄傲我是农村人”的自豪感。

林州

从红旗渠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西华女孩儿付静宇

患上罕见病 请您施援手

清明时节雨纷纷，移民回乡寻祖根。4月

5日，从青海、湖北和河南各地赶回来的1200

名丹江库区移民相聚在南水北调移民生态文

化苑，缅怀先贤，找寻故园难忘的乡愁。文化

部组织艺术家小分队赴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慰

问演出，当天上午也在这里举行。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

和核心水源区、全国移民大县，自20世纪50

年代以来，先后搬迁移民近40万人。树高千

丈忘不了根。生活在全国各地的移民每年都

在清明前后回淅川，祭拜祖先，看望亲戚。

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根。为了打造移民寻

根问祖的家园，让移民精神代代相传，在淅川

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移民后代李爱武

把从100多个移民村抢救出来的1000多棵古

树保护下来，构建40万淅川移民寄托情感的精

神家园——南水北调移民生态文化苑。

该文化苑以习总书记提出的“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理念，以纪念和弘

扬南水北调移民精神为灵魂，是国内唯一一

个以移民文化为主题的全方位、多功能旅游

景区。该项目2014年纳入《南水北调中线生

态文化旅游产业带规划纲要》。

移民远迁他乡，但他们的根永远留在了

淅川。在古树园找到家乡的古树，34岁的移

民王相立激动不已。王相立原籍淅川县金河

镇王万岭村，全家于2011年迁往郑州市中牟

县大孟镇，这次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同十几名

乡亲一起回乡拜祖，就是想让孩子记住自己

的根在淅川。王相立说：“过清明节祭拜故乡

的古树，既寄托了哀思，还找到了童年的记

忆，也十分环保文明，很有意义。”

“走，去看移民纪念碑喽！”随着王相立的

招呼声，移民们簇拥到了南水北调移民纪念

碑前。南水北调移民纪念碑正面是“南水北

调移民纪念碑”9个大字，背面镌刻着习近平

总书记2015年元旦贺词中为移民点的赞：

“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

水，沿线40多万人移民搬迁，为这个工程作出

了无私奉献，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希望他

们在新的家园生活幸福。”移民纪念碑高17.2

米，寓意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动迁的172

米水位线。移民纪念碑底座长、宽均为4米，

象征着水源地40万移民乡亲。

遵循“把舞台搭建在基层，把欢笑传递给

群众”的“三下乡”活动理念，借移民群众清明

节回乡祭祖之际，文化部组织艺术家小分队

赴南水北调水源地淅川县慰问演出，表达受

水区人民对移民的谢意，慰问广大移民群

众。著名歌唱家万山红、著名笑星演员叮当

等闪亮登场，用高水准的文艺节目讴歌移民，

进一步唱响“移民精神”。

千年古树在这里成长，移民文化在淅川

传承，移民精神在这里发扬。淅川县县长赵

鹏深情地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

移民寄托乡愁，进一步传承弘扬移民精神，建

设美好家园，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

乡愁是根，拴着移民的魂
——1200名丹江库区移民清明节回淅川寻根

□本报记者赵川曹国宏

通讯员张本贵高帆夏季风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郭山保 李诗曈

子女比孝心 老人更开心汤阴县
向阳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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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我骄傲我是农村人
□汤阴县宜沟镇党委书记 蔡向阳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侯丽君 实习生 李诗曈 文/图

他让我们找回初心
郭春鹏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在方城举行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曹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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